
长沙市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

校媒

●本报社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2号 ●邮编：410005 ●电话：广告部 84329417 发行部 84313258 邮政热线 11185 ●广告登记： 湘市监广登字【2019】第 23 号 ●全年订价 168 元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承印 地址：长沙市望城区黄金镇湖南报业文化城 常年法律顾问：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首席律师：徐刚 服务律师：李卓钊、朱恋 联系方式：13307313501、18163759483

“云端”上的德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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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早上 7 点 40 分， 五星红旗在长沙市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的操场上冉冉升起。
开学第一天，学校师生在家里通过网络直播，参加了这场特殊的“云升旗”。

特殊时期，该校将网络课堂与德育教育相结合，相继推出“云家访”“云升旗”“云班会”
等特色“云端”德育课，提升学生品格。

郑能量讲述德育正能量
三月初， 长沙市麓山外国语实验中

学校长张辉在“云升旗”中增设了《辉哥
有约》栏目：张辉以视频直播的方式，与
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等对话，
对学生进行疫情知识科普和德育教育。
栏目的前两期邀请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院长雷光华和在湖北抗疫的医生黄谷
香。 这两期对话在师生中间引起了巨大
反响。

三月中旬的《辉哥有约》主讲人选择
谁呢？ 寻找典型人物时，新闻《逆行武汉
当志愿者，郑能量真的很正能量》深深震
撼到了张辉：作为一名大学生，郑能量逆
行北上，在武汉奋战 70 余天，充当医护
人员的“免费的哥”，而自己却居无定所，
累得不行就躺在车上休息一会儿……张
辉决定邀请他作为本次《辉哥有约》的主
讲人。

经过多方寻找， 联系上郑能量的张
辉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来意， 希望他能为
学生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德育课。 面对张
辉的真诚邀约， 郑能量同意在开学第一

天的《辉哥有约》中，分享自己的经历与
感触。

“人世间是有真情的，无论你来自什
么样的家庭， 请相信自己， 相信这个社
会。 真理在自己手里，历史的笔也在自己
手里， 你们就是历史的创造者……”4 月
7 日早上 9 点，郑能量的深情讲述，让学
生们感受到了他当初逆行北上的勇敢与
担当。

“如何做好网络德育教育，之前都
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这次疫情是一个
很大的契机。 ”张辉坦言，每一期《辉哥
有约》都让自己有不同的感触。 把德育
教育从线下搬到线上， 用言传身教代
替传统的德育教育， 与前线人员直接
对话沟通，感染力来得更深，作用也更
加明显。

把德育教育带进学生心中
除了点对面的《辉哥有约》，张辉创

造性地提出班主任对学生点对点地网络
家访：教师通过钉钉、微信、电话等多样
的方式，与学生进行“云家访”沟通，以缓
解疫情期间学生的心理压力。 3月 22日

晚上，长沙市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的“百
名教师千名学生线上大家访” 活动正式
拉开帷幕。

这次家访对初二年级 1804 班的班
主任李楠楠来说更显得特别，3 月 22 日
晚上，刚刚结束线上“云家访”，李楠楠收
到班上学生朱玉明发来的一则短信：谢
谢李老师。

一句简单的感谢，背后饱含深情。 李
楠楠不禁回想起和朱玉明的点点滴滴：2
月 3 日， 李楠楠接到朱玉明母亲打来的
电话：“朱玉明与父亲发生了激烈争吵，
希望李楠楠开导一下孩子。 ”

虽然刚接手班主任工作不久， 但李
楠楠对朱玉明早有耳闻：一上课就睡觉，
在班上是个有名的“刺头”。 这次因为通
宵打游戏，被父亲发现继而引发了争吵。

面对学生家长的请求， 李楠楠决定
通过“云家访”，打开朱玉明的心扉，让孩
子在开学前改掉身上的坏毛病。

每天与朱玉明电话联系成了李楠楠
的必修课。 除了检查朱玉明的作业是否
完成，李楠楠还会旁敲侧击，询问朱玉明

的生活近况。 她给朱玉明列了一个书单，
让他多阅读把心静下来， 并时不时与朱
玉明分享读书心得，拉近两人的距离。 从
最初电话那头的沉默不语， 到后来的主
动分享， 李楠楠可以真切感受到朱玉明
心中的坚冰正悄然融化。 趁热打铁，李楠
楠与朱玉明约法三章：努力学习、要克制
自己玩游戏、多和同学交流。 在得到朱玉
明的肯定答复后，李楠楠心中满是欣慰。

当天晚上，在完成家访后，李楠楠在
班级微信群中发了一段话：“朱玉明同学
的作业十分优秀， 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他
点赞！ ”刹那间，一排排的点赞表情在微
信群中刷屏。

“疫情期间，将德育课堂从线下搬到
线上，将德育理念融入到‘云家访’‘云班
会’等形式中，不仅能了解学生宅家学习
时的心理、生活和学习情况，更能让他们
正确认识自我，增强自信心，乐观向上，
提高应对挫折的能力， 更好地适应社
会。 ”张辉表示，德育教育一直是学校的
特色，学校今后会继续深耕德育教育，将
其融入到每一个学生的骨子里。

科教新报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长沙市红卫小
学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通过开展“空中
课堂”教学，让老师、学生和家长又快又
紧地团结在一起。

为确保“空中课堂”的有效实施，学
校成立了教研指导团队、教导管理团队、
德育导行团队和信息技术支撑团队。 四
个团队有机融合，整合推进红卫小学“空
中课堂”的实施。 为了确保孩子们的网络
学习有条不紊， 加强对老师们搜集网络
教学资源平台的审核把关，教导处、教科
室随时在线监管， 即时对老师们反馈的
情况进行答疑。

同时，红卫小学多次优化完善“空
中课堂”教学方案，通过钉钉 APP，召开
行政会议、 教研组长和年级组长会议、
全体教师视频会议，细致安排部署“空
中课堂”上课事宜，确保每个红卫学子
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常线上课堂和优质
的线上家校辅导交流。 为确保 3 月 9 日
开始的“空中课堂”配套教材教学，学校

制定了《红卫小学“停课不停学”后段教
育教学工作制度》， 对进入网上新课教
学阶段后老师们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
规范， 以最大限度保证网上教学的效
果。 制度包括空中课堂的管理、教学的
指导交流、作业的布置批阅、特殊学生
的辅导等方面，每天搜集、反馈，一周进
行一次总结。

此外， 红卫小学还参与了长沙市天
心区空中课堂的教学录制， 组织了 6 名
信息教师全程参与， 先后承担了语文（1
节 ）、英语 （2 节 ）、信息 （1 节 ）、数学 （1
节）、道法（1 节）、心理（1 节）一共 7 节课
堂教学的录制。 每一节录课，学校都为之
配备了 2～3 人点对点的学科研究支撑团
队，从教学设计、课件制作到教学录制，
全程支撑和把关。

面向全体学生，红卫小学推出《炫彩
寒假》和《炫彩寒假加长版》系列活动，引
导全校学生从我的阅读我做主 （阅读银
行储蓄卡、家庭阅读十大好习惯、红卫朗

读者）、家务小能手（假期家务新技能、假
期家务承包）、我的运动吉尼斯（跳绳、踢
毽子、仰卧起坐）、我是抗疫小能人（征文
与自我兴趣创作）、STEAM 我能行（科学
小实验、 科幻画创作、STEM 机器人）五
个板块，引导全体孩子提高综合素养。

有了合理的制度和方案，老师们自
然干劲十足。 比如红卫小学科学组在组
长的带领下， 全组成员迅速学习红卫

“空中课堂”网络教学常规，配合学校做
好教学工作，在摸索中积累经验。 通过
钉钉网络平台，逐步形成了课前积极动
员、课中进行在线互动、课后及时总结
梳理的网络教学模式，让科学课充满趣
味。

不仅如此， 科学组的老师们课后还
在线指导学生开展“小小科学家”家庭小
实验以及科幻画绘画活动。 在这超长的
假期里， 红卫小学的孩子们充当着小小
科学家的角色， 利用生活中的材料进行
了许多有趣的科学实验探究， 比如火山
爆发、神奇的三角形、会跳舞的牛奶等小
实验，让他们漫长的假期生活丰富多彩、
趣味盎然。 科幻画的活动也给不能出门
的孩子们带来了灵感， 他们插上科学想
象的翅膀，灵动的思维天马行空，生动的
笔触和色彩充满奇思妙想， 让人眼前一
亮。 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假期里，在孩子们

的心中种下了“科学小种子”。
红卫小学不仅科学课活动开展得多

姿多彩，体育老师也频出妙招。 红卫小学
有将近 3000名学生，61 个教学班， 保证
每一个孩子在课余时间进行锻炼确实有
难度，但是体育老师迎难而上，结合红卫
小学的“炫彩假期之校园吉尼斯”活动，
制定了具体的措施。 设定体育家庭作业
打卡，以此方式推进孩子们的参与，并且
老师做到每天一打卡，一周一统计。 统计
数据包括参与率、及格率、良好率、优秀
率。 在保障优秀、良好的情况下，尽量保
障每一个学生都能达到及格线， 以此来
保障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还有书香家庭系列活动， 孩子们通
过阅读银行储蓄卡进行阅读累积， 同时
促进家庭阅读十大好习惯养成， 最终通
过喜马拉雅等朗读软件进行呈现。 在收
集上来的活动反馈中，这个假期，孩子们
的阅读量平均在 50万字左右……

除了科学课、体育课、阅读课，红卫
小学的“空中课堂”全面开花，语文、数
学、英语、音乐……所有科目的老师们
都在各自的领域绽放光芒，无论是哪个
学科的“空中课堂”，都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让孩子们在这特殊时期里既增长了
知识又锻炼了身体，真正做到了停课不
停学。

本报记者 黄帝子 通讯员 许波 彭娅妮

停课不停学，空中有课堂

� 红卫 小 学 信 息
老师为空中课堂进
行现场录制。

� 在第三期《辉哥有约》中，校长张辉正与
在疫情一线奋斗的“逆行者”进行对话。

长沙市红卫小学:


